
读读者者旅旅游游专专线线假假期期迎迎客客三三百百
亲子游、采摘游等一系列活动将陆续推出

本报讯(记者 王若松) 亲爱
的读者朋友，您家里的微波炉打开
之后有没有一股异味？不小心用手
碰到内壁的时候是不是感觉油污
很严重呢？没关系，我们帮您搞定！
即日起，只要您关注本报读者俱乐
部微信(扫一扫本版右上二维码)，
就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免费清
洗微波炉大奖哦！

随着最后5位中奖名单的揭晓
(名单见右表)，作为本年度家政服
务免费送活动首推的饮水机清洗
免费送活动圆满结束了。为了让大
伙儿继续享受咱们齐鲁公众服务
中心送出的优质家政服务，本周起
微波炉清洗免费送活动又正式启
动啦！和之前的饮水机清洗一样，
活动也将持续8周，共40个中奖名
额，每周我们都会抽出5位关注读
者俱乐部微信的读者，赠送由家电
清洗行业的领军企业——— 绿之源
家电清洗提供的价值50元的微波
炉清洗一次。

与此同时，按照计划4月份送
出的一份由曹操到家政服务公司
提供的价值350元/5座的沙发清洗
大礼目前也已揭晓，这位读者微信
名“萧遥”。4月份没中的也没关系，

沙发清洗大礼从3月起每月送出一
份，一直持续到12月哦！

此外，已经持续了7周的扫微
信赢幸运茶礼活动目前仍在进行
当中(上周中奖名单见右表)，每周
我们将继续从本报读者俱乐部微
信好友中抽出50位幸运读者，免费
赠送由“海右六零”提供的价值60
元/份的茉莉花茶一份(共有6个品
种供您选择)。自活动开始以来，目
前已有350位读者喜获大奖。本次
活动共持续12周，共计600份大礼
等您来拿！赶紧扫微信参加吧！请
各位中奖的亲务必在指定时间内
(本周五、周六、周日三天)到位于县
西巷的“海右六零”店面领取，请出
示参与微信，不能代领。

活动参与方式：1 .家政服务免
费送活动：关注齐鲁晚报读者俱乐
部微信，留言：家政送礼：姓名+电
话+地址即可。2、幸运茶礼免费送
活动：关注本报读者俱乐部微信,并
回复“品茶有礼+姓名+电话+地址+
年龄”。

活动详情您可以拨打96706按2
号键咨询，更多更详细活动预告及
信息,请关注本报读者俱乐部微信
及《读者·服务》版。

壁纸脏了，怎样焕然一新

读者张女士：
我家装修用的壁纸，现在坏倒是没

坏，就是有些地方脏了，想问一下有没有
专业清洗壁纸的，让它焕然一新呢？
家政女王：

您好！使用壁纸时一方面要定期消毒
除螨和护理，另一方面一旦不慎弄脏，尤
其是弄上油污等，一定不要轻举妄动，请
专业的壁纸清洗护理人员来处理，他们有
专门针对布基、纸基等不同壁纸和各种污
渍的技术和窍门。

专业人员先用壁纸吸尘器将壁纸表
层进行全面吸尘。去除浮尘后，用壁纸清
洗剂，倒出一些再加入消毒除污剂用清水
稀释后，注入壁纸清洗机。打开清洗机的
喷洒功能，将稀释后的清洗剂全面均匀地
喷洒在壁纸上，之后再用吸水机吸净。根
据壁纸的污染程度，最少按照以上步骤重
复两遍，然后开动吹干机，让壁纸完全干
透。整个清洗去污环节完成后，壁纸看上
去已经是焕然一新。接下来是保养环节，
工作人员用中性壁纸保养液对壁纸做防
污防裂处理，在壁纸表面形成一层保护
膜，达到防污防尘的效果，延长壁纸的使
用寿命。

在此还要提醒读者朋友，壁纸特别怕
水，因此一定要避免用过湿的抹布擦拭，
减少因潮湿产生脱落的可能性。

特特价价家家电电 读读者者尊尊享享
持读者卡购物，周周享特惠

本报讯(记者 李虎)

本报读者俱乐部本周联合
济南苏宁推出购物优惠活
动，仅限持读者卡或信联卡
刷卡购买。本周推出的特价
商品从5月6日起优惠。

“五一”假期结束，苏宁
优惠不结束，苏宁泉城路店
盛大开业，优惠产品多多。
其中夏普智能彩电LCD-
60LX765A，超晶面板，个性
化电视屏幕设定，活动价
7 4 9 8 元 ；海 信 彩 电

LED55XT900X3DU，55英
寸，超高清4K，3D网络智能
液晶电视，完美画质，视觉
盛宴，活动价9999元。西门
子三门冰箱KG30FS121C，
智能变频系统，全新环绕立
体冷冻，高效保温层，市场
价7490元，活动价5590元。
苹果iMac27英寸电脑一体
机，配备Retina 5K显示屏
(支持数百万色彩)市场价
17988元，活动价16988元。
海 信 空 调K F R - 5 0 L W /
A8T900Z-A2(1P21)，精湛
工艺，绽放极致，智能随心，
惬意生活，市场价11999元，
活动价9999元；佳能单反相
机EOS1200D双镜头套机，
活动价3299元；三星NX500
微型单电(16-50MM)，活动

价4699元。
读者卡是本报读者尊享

的身份证明,持有读者卡,可
以随时享受本报推出的打折
服务、特惠服务、增值服务。
在订阅2015年度齐鲁晚报的
读者中,目前仅济南市已有八
万人获得读者卡。持卡读者
可在96706便民网及绿色生活
馆线下店消费,还可享受家
政、餐饮、购物、健身、娱乐、高
速通行费、加油等诸多优惠
服务,内容丰富,而且在读者
卡加盟商家刷卡消费,比市场
价优惠好多。

读者卡(信联卡)办卡
网点:1、泺源大街6号新闻大
厦1楼,电话:58763269。2、旅
游路25966号山东高速大厦
一楼,电话:67893688。

扫微信送花茶第七期中奖名单

扫微信送家政服务第八周中奖名单

微微波波炉炉清清洗洗免免费费送送，，快快来来参参与与
活动即日起持续8周，4月份家政月奖揭晓啦

家有难事找晚报，
《家政女王》为大伙儿
排解家政难题。互动QQ

群：365117668；家政热
线：96706按2号键

★上表括号内为手机尾号 皮沙发护理不好会发臭

读者王先生：
我家皮沙发买了之后就一直没怎么

保养过，现在天热了愈发手感不如从前，
真皮沙发除了平时自己擦擦之外，该怎
么护理？
家政女王：

您好！真皮沙发看上去比较好清洗，
但在好清洗表象的背后其实也存在诸多
隐患，一旦清洁不好容易发出皮臭味不
说，开裂、变硬、掉皮、细菌滋生等问题也
接踵而来。

记者了解到，对使用真皮沙发的家
庭来说，尤其要注意的是一定不要用肥
皂水、洗洁精等对其进行清洗，否则会对
皮子产生腐蚀。

平时在家可以用洁净干燥的软布对
沙发进行擦拭，可以用皮革护理剂(不含
蜡质的)进行擦拭和日常护理，但每年应
该至少保证一次专业清洗和护理，否则
不但影响沙发的使用寿命，还会滋生细
菌，影响居家环境的健康。像齐鲁公众服
务中心的百乐帮等家政公司都有这方面
的服务，您可以通过电话咨询预约。

更多家政服务您也可以登录96706

便民网(www.ql96706 .com)或拨打96706

按2号键预约下单，工作人员会为您提供
方便快捷的上门服务。

本报记者 王若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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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沈振 通讯
员 陈一鸣) 五一期间，本报联
合济南长途汽车东站推出的“齐
鲁晚报读者旅游专线”共发送游
客三百多人，受到广大市民的欢
迎。同时，记者了解到，备受关注
的方特东方神画票价调整为200
元一张。

五一期间，为了更好地服务
本报读者，齐鲁晚报“在旅途”微
信 ( 微 信 号 : Q L W B -
ONTHEWAY)、齐鲁晚报读者俱
乐 部 微 信 ( 微 信 号 :
qlwbreaderclub)与济南长途汽车
东站，同时推出免费景区 (跑马
岭野生动物园 )门票派送活动，
读者俱乐部十名粉丝获奖（名单
见右边框内）。五一期间，本报读
者旅游专线共发送旅客三百多
人。记者了解到，在已推出的6条
读者旅游专线中，以跑马岭野生
动物世界、九如山、方特东方神
画最受广大旅客的欢迎。前往九
如山旅游的旅客中,老年人居多，
跑马岭野生动物世界多以三口之
家为主。新增的方特东方神画线
路，多以年轻人为主。

此外，本报将联合济南长途
汽车东站，根据广大市民的需求
继续开通其他路线,满足不同类
型人群的需要。将陆续推出“亲子

游”、“采摘游”等一系列主题活
动，每条线路都有众多优惠回馈
旅客。

齐鲁晚报读者旅游专线是本
报为回馈广大读者,由齐鲁晚报
俱乐部与山东交运集团济南长途
汽车东站联合推出。线路初期共
推出6条旅游专线,共十大精品热
点旅游景区。在旅游集散中心乘
坐“齐鲁晚报读者旅游专线”的旅
客,可享受“购景点门票 享免费
乘车”的优惠活动。每逢周六、周
日早8:30在济南长途汽车东站发
车。

齐鲁晚报读者旅游专线报名
热线：88934988、88934987。每一
期的读者旅游活动,请广大读者
随时关注齐鲁晚报“在旅途”、齐
鲁晚报读者俱乐部或济南长途汽
车东站的微信公告。

6条旅游专线

以下价格均包括景点门票及
往返车票。1号线:百脉泉60元、朱
家峪40元；2号线:红叶谷80元、九
如山120元；3号线:跑马岭野生动
物世界80元、九顶塔120元；4号线:

欧乐堡220元、泉城极地海洋世界
160元；5号线:济南植物园30元；6

号线:方特东方神画200元。

市民在读者旅游专线服务点购买景区门票。

“景区门票免费派送”
读者俱乐部粉丝获奖名单

张鑫(0844) 李媛媛(8800) 刘立鑫(1200) 张爱
学(3571) 燕晓春(9861) 孟繁民(5191) 宿秀(7625)

康林林(6296) 石惠芳(6191) 任泽辉(7231)

＊括号内为手机尾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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